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霜降是秋季最后一个节气，一
般在每年阳历1 0月23日前后。
《月令七十二候集解》说：“气肃而
凝露结为霜矣。”冷霜初降，树叶
枯黄，落叶缤纷，一派肃杀凋零之
象，而有些花草树木、蔬菜鲜果经
霜后却愈发鲜艳、甜美，为深秋留
下最后一抹靓丽。

满地风霜菊绽金

霜降时节，菊花盛开，色彩斑斓，此时正是
赏菊的大好时节。唐寅有题画诗云：“满地风
霜菊绽金，醉来还弄不弦琴。南山多少悠悠
意，千载无人会此心。”

霜降之后，北半球太阳的辐射量越来越
少，但由于此时地表在下半年贮存的热量还有
一定的能量，所以一般还不会太冷，气温逐渐
下降。在晴朗无风之时，常会出现风和日丽、
天高云淡的温暖舒适天气，很适合人们出行旅
游，赏菊便成了霜降习俗之一。如宋朝诗人杨
万里有《赏菊四首》，其一曰：“物性从来各一
家，谁贪寒瘦厌妍华。菊花自择风霜国，不是
春光外菊花。”菊花历来被视为孤标亮节、高雅
傲霜的象征，与梅、兰、竹合称为花中“四君
子”。无论是杜甫的“寒花开已尽，菊蕊独盈
枝”，还是元稹的“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
更无花”，都赞美了菊花坚贞不屈的高洁品
格。古代文人雅士爱菊、写菊、咏菊、画菊、品
菊，以菊表现士子超凡脱俗、高风亮节的人文
情怀。历代文人最爱菊的还是陶渊明，他退居
田园，饮酒赏菊，写下大量的咏菊诗句。最有
名的莫过于《饮酒·其五》：“结庐在人境，而无
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
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
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杨万里有诗
云：“菊生不是遇渊明，自是渊明遇菊生。岁晚
霜寒心独苦，渊明元是菊花精。”

很多地方在霜降日举行菊花会，以表达人
们对菊花的喜爱之情。北京地区的菊花会一
般在天宁寺、陶然亭、龙爪槐胡同等处举行。
菊花会的菊花不仅品种多，而且多为珍品。有
的散盆，有的数百盆四面堆积成塔，称作九花
塔，红、蓝、白、黄、橙、绿、紫，色彩缤纷。品种
有金边大红、紫凤双叠、映日荷花、粉牡丹、墨
虎须、秋水芙蓉等几百种以上。文人墨客在此
期间边赏菊，边饮酒、赋诗、作画。还有一种小
规模的菊花会，主要是从前富贵人家举办的，
是不用出家门的。他们在霜降前采集百盆珍
品菊花，架置广厦中，前轩后轾，也搭菊花塔。
菊花塔前摆上好酒好菜，家人按长幼为序，先
鞠躬作揖祭菊花神，然后共同饮酒赏菊。

霜染芙蓉独自芳

比菊花更耐霜的是芙蓉花。芙蓉花有
“拒霜花”之美誉，宋代文学家苏轼在《和陈述
古拒霜花》一诗中写道：“千林扫作一番黄，只
有芙蓉独自芳。唤作拒霜知未称，细思却是
最宜霜。”

芙蓉花在霜侵露凌的季节盛开，占尽深秋
风情。宋代诗人陆游在《拒霜》诗中写道：“满庭
黄叶舞西风，天地方收肃杀功。何事独蒙青女
力，墙头催放数苞红。”宋代诗人范成大在《菩萨
蛮·木芙蓉》一词中说：“冰明玉润天然色，凄凉
拚作西风客。不肯嫁东风，殷勤霜露中。”诗人
抓住木芙蓉的美艳和开在秋天的两个特色，吟
咏木芙蓉丽质天成，形容其如冰一样明净无瑕，
似玉一般润泽生辉，赞其孤芳高雅。

芙蓉花因光照强度不同，引起花瓣内花青
素浓度的变化，花在早晨开放时为白色或粉红

色，后逐渐变为深红，傍晚时变为紫红色，越开
越艳。正因为芙蓉花“一日间凡三色”，所以又
称为“三醉芙蓉”“弄色芙蓉”。古人以芙蓉代
指美女，白居易有“晚函秋雾谁相似，如玉佳人
带酒容”的诗句；元稹在《刘、阮妻二首》中写
道：“芙蓉脂肉绿云鬓，罨画楼台青黛山。”

有些芙蓉花的花瓣一半为银白色，一半为
粉红色或紫色，人们把这种芙蓉花叫做“鸳鸯
芙蓉”，故芙蓉花又有爱情之喻。唐代才女薛
涛退隐于成都西郊浣花溪，与出使剑南东川的
元稹一见钟情，坠入爱河。可不久元稹调离四
川，两情远隔，只有鸿书传情。薛涛用浣花溪
的水、木芙蓉的皮、芙蓉花的汁，制成精美的桃
红色“薛涛笺”，写下“风花日将老，佳期犹渺
渺。不结同心人，空结同心草”的诗句寄托相
思之情。

五代后蜀皇帝孟昶，有妃子名“花蕊夫
人”，她不但妩媚娇艳，还特喜爱芙蓉花。孟昶
为讨其欢心，下诏在成都土城上遍植芙蓉。每
到深秋时节芙蓉盛开，远远望去如锦似绣，满
城生辉，因此成都有“芙蓉城”之美名。孟昶携
花蕊夫人一同登上城楼，相依相偎，爱意绵绵，
观赏红艳数十里、灿若朝霞的芙蓉花。

后来，后蜀灭亡，花蕊夫人被宋朝皇帝赵
匡胤掠入后宫。但是花蕊夫人与孟昶非常恩
爱，将孟昶的画像偷偷藏在身边，以解思念之
情。赵匡胤知道后，逼迫她交出画像。但花蕊
夫人坚决不从，赵匡胤一怒之下将她杀死。后

人敬仰花蕊夫人对爱情的忠贞不渝，尊她为
“芙蓉花神”，所以芙蓉花又被称为“爱情
花”。王安石有《木芙蓉》诗：“水边无数木芙
蓉，露染燕脂色未浓。正似美人初醉著，强抬
青镜欲妆慵。”

霜叶红于二月花

黄栌、枫树等树叶经霜之后，漫山红遍，
更加美丽壮观，因此，霜降期间正是红叶观赏
的最佳时期。杜牧有“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
红于二月花”的诗句，向人们展现出一幅令人
心旷神怡的山林秋色图：夕晖晚照，红叶流
丹，层林尽染，彤云彩霞，晚秋的红火热烈景
象跃然纸上。

古人往往把红叶和霜联系起来。白居易
《醉中对红叶》曰：“临风杪秋树，对酒长年人。
醉貌如霜叶，虽红不是春。”诗人借酒消愁，明
讽红叶，暗抒宦途失意、抑郁之情。刘禹锡《秋
词》云：“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
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诗人暗用
拟人手法，咏秋色以颂情操高洁。宋代晏几道
《临江仙·淡水三年欢意》云：“晓霜红叶舞归
程。客情今古道，秋梦短长亭。”友人将在红叶
漫天飞舞之时，踏上归程，字里行间让人深切
感受到离别时的深情厚谊。元朝散曲家朱庭

玉《天净沙·秋》云：“庭前落尽梧桐，水边开彻芙
蓉。解与诗人意同。辞柯霜叶，飞来就我题红。”
作者采用拟人的手法，赋予霜叶以生命，赞美了
其在萧瑟秋景中所体现出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
生命力。清朝诗人颜光敏《登太华山·白云峰》
说：“秋色何时来，万里霜林丹。”表达了对美丽秋
色的赞美之情。

从科学道理上讲，黄栌等树叶变红与白霜本
身没有太大的关系，而与这个节气的气温有关。
树叶随着气温的下降和夜长昼短，化学成分发生
了改变。当气温迅速下降到一定程度，而且夜间
的温度比白天下降很多时，尽管树叶还没有凋
落，但是树的根部进入叶子中的水分大量减少，
因而使叶绿素生成少而破坏多。当叶绿素被分
解后,树叶里的其他色素就会显露出来，如花青素
的红色、胡萝卜素的黄色就会大量显现。特别是
昼夜温差增大时，有助于花青素的形成，因此树
叶颜色很快就会由绿变红。树叶中贮存的糖分
也会分解转变成花青素，使叶片的颜色更加艳
红。另外，红叶还和地形、光照有关。

北京香山地势险峻，峰峦叠嶂，漫山遍野的
黄栌树犹如片片红霞，异彩纷呈。树叶随着山势
的起伏、光照的疏密，所呈现的色彩绚丽多姿，或
橙红如玉，或猩红似火，或桃红如酒，美不胜收。
香山红叶从山上到山下逐步变红，从单棵变色到
漫山红透，再到后段枝叶飘零，可谓一步一景，气
象万千，被称为“燕京八景”之一。前来观赏红叶
者接踵而至，络绎不绝。金代诗人周昂有《香山》

诗曰：“山林朝市两茫然，红叶黄花自一川。”1966
年秋日，陈毅元帅游北京西山，见满山红叶，即景
抒情，托物咏怀，写下《题西山红叶》：“西山红叶
好，霜重色愈浓。革命亦如此，斗争见英雄。红叶
遍西山，红于二月花。……题诗红叶上，为颂革命
红。革命红满天，吓死可怜虫。”这首诗寄意深远，
表达了革命者的赤诚肝胆、战斗豪情，给人以深深
的感染和启迪。

霜打万物格外鲜

民间有句歇后语：霜打的茄子——蔫啦。茄
子经过霜打之后，外皮发皱、发软，既不好看又不
好吃。可是，有的蔬菜，如白菜、萝卜等，必须经过
霜打味道才甜美。这是什么原因呢？

通过科学实验发现，白菜、萝卜之类的蔬菜里
含有淀粉，经霜以后，淀粉在淀粉酶的催化作用下
就会水解而变成麦芽糖，麦芽糖再经过麦芽糖酶
的作用变成葡萄糖，葡萄糖是甜的，并且容易溶于
水，所以，白菜、萝卜就变甜了。再则，白菜在霜
前，菜帮生硬，味道青涩。霜降之后，将白菜收获，
垛在自家院子里，白天太阳出来之后，排成队摆在
太阳底下曝晒，晚上太阳落山前，收起来垛好。这
样连续几天，白菜逐渐变得成熟起来，青涩之味没
有了，味道醇厚丰满，香甜可口。萝卜收了之后，
收藏在地窖里，预防严寒侵袭，味道会变得又脆又
甜。唐代大诗人白居易有一首写白菜的诗通俗易
懂：“浓霜打白菜，霜威空自严。不见菜心死，翻教
菜心甜。”

俗话说：“霜降吃丁柿，不会流鼻涕。”柿子一
般是在霜降前后完全成熟，这时候的柿子皮薄肉
鲜味美，营养价值高。所以民间有霜降吃柿子的
习俗。

李时珍在《本草纲目》记载：“柿乃脾、肺、血分
之果也。其味甘而气平，性涩而能收，故有健脾涩
肠，治嗽止血之功。”柿子有极高的药用价值。柿
饼中含有甘露醇、蔗糖、葡萄糖和木密醇，有降压
止血、清热润肠之作用。古人说：“柿树接枣根凡
三次，则结实无核，朵颐大快。以柿之大者，去皮
压扁，昼夜暴露，干则纳诸瓮中，待生白霜取出，味
极甜美，曰柿饼，食之可以愈痔，与无花果同。”柿
霜（柿饼上的白霜叫柿霜）能治咽喉干痛、口舌生
疮、肺热咳嗽、咯血等症，与薄荷、冰片一起磨细涂
擦，可治口疮、口角。鲁迅在《马上日记》说：“景宋
（许广平笔名景宋）说这是河南一处什么地方的名
产，是用柿霜做成的，性凉，如果嘴角上生些小疮
之类，用这一搽，便会好。怪不得有这么细腻，原
来是凭了造化的妙手，用柿皮来滤过的。可惜到
他说明的时候，我已经吃了一大半了。连忙将所
余的收起，豫备将来嘴角上生疮的时候，好用这来
搽。”柿叶加工制成柿叶茶，常饮能增强人体新陈
代谢净化血液使机体组织细胞复苏，有增加冠状
动脉血流量的作用，是高血压冠心病患者难得的
保健饮料。柿树皮烧成炭，磨成粉，用植物油调和
一下，可治疗烫伤。

但是吃柿子不能空腹，不能大量食用，不能连
皮一起吃，不能与螃蟹、红薯、海鲜一起吃。所以
宋代诗人张蕴在《朱柿》一诗中有“蟹螯徵有忌，牲
血讶难抟”之诗句。

元代散曲家张可久《清江引·秋怀》曰：“雁啼
红叶天，人醉黄花地，芭蕉雨声秋梦里。”作者将一
个深秋思乡之夜描写得如诗如画，让人怦然心动。

霜降过后，气温逐渐下降，秋深渐入冬，霜叶
红遍，黄花盛开，芙蓉争艳，万物成熟饱满，为即将
逝去的秋天增添了一道风景和生机。

“入流”原来是古代官制
许晖

语词精奥

扬汤止沸 莫若去薪
清风慕竹

李弁是南唐的开拓者，称帝前，曾为吴国的军政长官。有一
阵子，李弁不断接到百姓的投诉，说军队的一帮将校军官经常到
民间放鹰狩猎，在郊野游荡，践踏庄稼，祸害百姓。李弁闻言大
怒，想将这些人全部绳之以法，但又心存顾忌，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原来，五代十国时期，烽烟四起，军阀割据，经常互相攻伐，

争夺地盘。诸侯们为了自身安全，招募了许多彪悍的武夫，组
建起强大的军事集团。吴国位居淮南，地域狭窄，四面环敌，因
此对军人武夫非常倚重，但这些人恃宠而骄，飞扬跋扈，让统治
者十分头疼。
李弁左右为难，便向大臣严可求问计。严可求笑了笑，轻

松地说：“这事好办，他们不是喜欢在郊野放鹰狩猎吗？我们不
用直接去干涉，只要下一道圣旨，叫泰兴、海盐一带不再从事鹰
的贸易，这样一来，没有鹰可买卖了，校官们放鹰狩猎的行为不
就自然停止了吗？”
李弁豁然开朗，马上依计而行，下令民间停止售卖飞禽，结果

不到一年，吴国的军校就停止了放鹰狩猎，原因是无鹰可放了。
类似的事，春秋战国时期也曾上演过。
曾经，齐景公很喜欢穿紫色衣服，宫人纷纷效仿，于是每天

皇宫紫霞漫天。很快，紫色成为一种时尚，蔓延到了民间。街
上小儿到处传唱：“人人穿紫衣，穿上就神气；升官又发财，不用
再费力。”上到士大夫下到平民百姓，举国上下都开始穿紫衣，
结果导致紫色布料价格飞涨，一匹紫色布的价格超过五匹素色
布的价格，紫衣成了一种奢侈消费。齐景公深以为忧，便发布
了命令，禁止老百姓再穿紫色衣服，违者重罚。可一年下来，处
罚的人倒是不少，但穿紫衣的风气却丝毫不见扭转。
有一天，齐景公向贤相晏婴求教，晏婴说：“大王喜欢穿紫色

衣服，下面自然有人效仿，怎能制止得住呢？如果大王您不穿紫
衣，并且厌恶穿紫衣的人，不用制止，穿紫衣的人就会变少。”
第二天上朝，齐景公果然换上了素色的衣服，然后对群臣

说：“我非常讨厌紫色染料的气味。”有一个大臣近前奏事，他挥
手说：“离我远点！我讨厌紫色染料的臭气。”结果下朝之后，所
有的大臣都不再穿紫色衣服，过了没多久，整个齐国也找不到
一个穿紫衣的人了。
古人说：“扬汤止沸，莫若去薪。”有些事情看似困难，但

如果找到事情的根源，对症下药，就能事半功倍。遇到难题，
转换一下思维，头疼医
脚，看似不相干，有时却
能起到四两拨千斤的奇
妙功效。

今天人们的日常口语中还有“入流”“不入流”的说
法，意思是达到或者没有达到某一档次、级别，比如说
某人的言论不入流，即指言论档次低下。这两个日常
俗语来源于古代中国的官制。

南北朝时期已经有了流内、流外之别，但直到隋唐
时期，流内、流外的官制方才大备。一品至九品官通称
“流内”，九品以外通称“流外”。唐代史学家杜佑所著
《通典·职官》中有详细的记载：“隋置九品，品各有从。
自四品以下，每品分为上下，凡三十阶，自太师始焉，谓
之流内。流内自此始焉……大唐自流内以上，并因隋
制……又置勋品九品，自诸卫录事及五省令史始焉，谓
之流外。流外自此始。”“勋品”又叫“勋官”，是授给有功
将士和官员的一种荣誉称号，有品级而没有实际职权。
“流外”本身也有品级，经考核后可递升进入“流

内”，这就叫“入流”。南宋学者洪迈《容斋三笔》载：“唐
开元十七年，国子祭酒杨玚上言：‘省司奏限天下明经、
进士及第，每年不过百人，窃见流外出身，每岁二千余
人。’”隋代始置明经、进士二科，明经考的是经义，进士
考的是诗赋。这二科每年不过百人，而“流外”竟有两
千多人，可见要想从流外“入流”难度之大。流外因此
也称“未入流”或“不入流”。

北宋学者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记载了一则趣事，
可见流内、流外之界限森严：“玄素少为刑部令史，上尝对
朝臣问之曰：‘卿在隋何官？’对曰：‘县尉。’又问：‘未为尉
时何官？’对曰：‘流外。’又问：‘何曹？’玄素耻之，出阁殆
不能步，色如死灰。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以为：‘君能礼
其臣，乃能尽其力。玄素虽出寒微，陛下重其才，擢至三
品，翼赞皇储，岂可复对群臣穷其门户！弃宿昔之恩，成
一朝之耻，使之郁结于怀，何以责其伏节死义乎！’上曰：
‘朕亦悔此问，卿疏深会我心。’”

张玄素在隋朝初任之官为户曹，掌户口、婚嫁等
事，属于县尉的属官，流外胥吏而已；后来升到县
尉，品级为从九品下。唐太宗在群臣面前追根究底
地询问已擢升至三品的张玄素的历任官职，实属不
当之举，因此褚遂良才会
上疏劝谏。流外出身竟
至于让张玄素“色如死
灰”，由此可见门第观念
之根深蒂固。

历 史 随 笔

许世友：五跪慈母
许世友13岁时父亲便去世了。

有一天，许世友到山上挖野菜回家晚

了，见母亲迎着寒风站在村口等他，

心疼地跪在地上对母亲说：“娘，俺晓

得你最疼俺，俺这一辈子不管有没有

出息，一定尽心奉养您！”

许世友16岁那年，误伤了一个地

主的儿子，地主便勾结官府到处追捕

他。一年后，许世友悄悄回到家中，

跪在母亲面前，喊了一声：“娘，俺走

后，让您老受苦了！”

许世友投身革命斗争之后，反动

派对他恨之入骨，曾几次抄他的家，

许世友的母亲被迫带着两个女儿逃

到外乡。有一次在行军路上，许世友

偶遇正在沿街乞讨的母亲和妹妹，难

过得泪如泉涌，一下子跪在母亲面

前，泣不成声：“娘，孩儿不孝，连累您

老人家无处安身！”

1949年，已是山东军区司令员的

许世友把年迈的母亲接到了山东。

当母亲从吉普车里走出来后，许世友

叫了一声：“娘！”随后当着数十名官

兵的面，泪如泉涌，跪在了地上。母

亲心疼地说：“孩子，快起来，一个大

将军怎么能当着这么多部下跪我一

个老太婆！”许世友却说：“我当再大

的官，还是您的儿，您老就让我多跪

会儿吧，这样我心里好受些！”勤劳惯

了的母亲在城里住了不到一个月，便

返回了家乡。

1959年春，许世友思母心切，请

假回家，当他看到母亲背着柴草时，

马上快步跑过去，接过母亲背上的柴

草，然后跪倒在母亲面前说：“娘，您

这么大年纪了还上山砍柴，儿心里实

在难过啊！”直到母亲答应再也不上

山砍柴了，许世友才站起来。

程正瀛：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接见熊秉

坤，很高兴地向旁人介绍：“这就是武昌

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不过，真

正打响武昌起义第一枪的是程正瀛，熊

秉坤也从来没有将这份功劳据为己有。

熊秉坤在1918年时曾写过《武昌起

义谈》，对此有详细记载：起义当晚，工程

营二排排长陶启胜带兵巡哨，发现金兆

龙、程正瀛等人正擦枪装弹，就斥责说：

“你们想干什么？”金兆龙一语双关地说：

“预备不测。”陶启胜大怒，抓住金兆龙

说：“你想造反吗？”金兆龙说：“反就反，

你能怎样？”陶启胜叫护兵逮捕金兆龙，

金大呼：“再不动手，等待何时？”程正瀛

持枪射击，打中了陶启胜，陶后因伤势过

重死于家中。程正瀛不仅开第一枪打伤

陶启胜，随后还击毙了前来弹压的阮荣

发、黄坤荣、张文涛三人。听闻枪声后，

熊秉坤才赶来，还大惊：时辰未到，为何

枪响？无奈，事已至此，只能提前起义，

随后熊秉坤对空连放三枪，鸣哨集合队

伍。武昌起义就这样爆发了。

老舍：为朋友“两肋插刀”
1936年秋，与老舍同在山东大学任

教的杜甫研究专家萧涤非被新上任的

校长解聘。为此，一天之内，老舍曾一

连找过校长三次。最后一次，老舍严肃

而认真地说：“萧涤非不仅才华横溢，而

且教学有方，这是有目共睹的。你初来

乍到，不但不对他全面了解，反而听信

谗言把他无故解聘，实在叫人无法理

解！”校长虽被老舍说得哑口无言，但却

固执己见。

此事过了没几天，为了抗议校方无

理解聘萧涤非，老舍毅然推掉了山东大

学发给他的教授聘书。对此，校长多次

做老舍的思想工作，想把他留下来，但他

却断然拒绝。之后，老舍一度仅靠写稿

来维持生活，虽过得清苦，但毫无怨言。

李光弼：巧用“地道战”平乱
唐肃宗至德二年（757），太原守将、

河东节度使李光弼遭遇叛军史思明带领

的十万大军日夜攻城。史思明命令手下

在城外建起飞楼，蒙上木板做掩护，临城

筑土山，想登上土山后攻入太原城。

李光弼见对方筑土山，想出一条妙

计。他让手下将士从城内钻地，围着史

思明军营底下挖好地道，将敌军筑的土

山下面挖空，然后搬来木柱一一支撑，防

止塌陷。这一切，史思明一直蒙在鼓里。

一切准备就绪，死守多日的李光弼

派心腹求见史思明，说：“太原城内一片

空虚，我们已经支撑不住了，请求投降！”

史思明大喜过望。

约定的受降之日终于来临，史思明

的叛军放松了戒备，都涌出来观看。李

光弼一边派将领带人诈降，一边暗暗派

人把敌营下面地道里的撑木迅速抽离。

史思明的将士正伸长脖子看热闹，脚下

突然塌陷，一下子就死了一千多人。

片刻间，李光弼率将士在太原城头

击鼓呐喊，派出铁甲骑兵冲向敌营。一

场恶战，俘虏和歼灭敌兵几万人，史思明

带着残兵败将落荒而逃。

莎士比亚：擅长恶作剧
莎士比亚经常和朋友恶作剧，因此

他的朋友都不信任他。一次，莎士比亚

偷听到同剧组演员理查德·布巴吉和一

个年轻美女约定了一场秘密的幽会。那

名女性对理查德说：“晚上来我房间时，

暗号是宣布你自己是理查三世。”没想到

莎士比亚在夜晚提前来到这名女性的闺

房，并说出“幽会暗号”。当理查德兴冲

冲赶来时，发现门上贴着一张莎士比亚

写的字条儿：“征服者威廉已经比理查三

世捷足先登。”

霜 降

霜染秋意浓

最美秋色正当时
郑学富


